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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问题

———答段忠桥教授的辩文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

奚兆永

  内容提要 本文再次讨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问题,对段忠桥教授的答

辩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做出了回应。文章强调,不能只是从《草稿》来理解《序
言》,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论据;同时论述两种不同的“三形态论“及其与“五形

态论”的关系。文章还讨论生产方式的依次交替和同时并存,历史哲学和历史

环境的关系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

  关键词 五种社会形态 三大社会形态 依次交替 同时并存 历史哲

学

  段忠桥教授在《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五
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的文章,我在《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

2期上发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的文章,对段文进

行了评论。最近,在《教学与研究》第6期上读到了段教授的答辩文章《马克思

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吗?》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文章《关于五形态理论

和三形态理论的讨论》,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这样指名道姓、有来有往和有

广泛参与的讨论,有利于讨论的深入和问题的最后解决,是一件很好的事。我

对这个讨论抱有很大的期望,特再为文,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再认识,
并对段忠桥教授的答辩和赵家祥教授的商榷作出回应。

一、关于《序言》和《草稿》的关系

  段忠桥教授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否定是从论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关系开始的,而我对段教授

文章的质疑也是从《序言》和《草稿》的关系入手的,从段教授的答辩文章看,这
方面的分歧还没有解决,因此还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讨论的必要。

  我在上篇文章里针对段教授所说的“《草稿》是《序言》的基础,《序言》是
《草稿》的总结”的说法,指出:“《序言》不是为《草稿》写的,而是为于1859年出

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显然,段文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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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册)》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混为一谈了。实际

上,无论从写作的时间看,还是从写作的内容看,二者都不是一回事。”

  大概是由于事实确凿的缘故吧,段文没有对我的上述批评作出正面的回

应,也没有进一步论证“《草稿》是《序言》的基础,《序言》是《草稿》的总结”,而
是转移话题,提出了“《序言》仅是为《第一分册》写的吗?”这样一个问题。在他

看来,马克思的“《序言》不是为《第一分册》写的,而是为他那时计划完成的由

六个分册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我认为,段文这样说是不正确的。
人们写序言都是为已经写好正文即将付印出版的书写的,哪有是为根本没有

写出正文而仅仅是未来的计划写序言的? 更何况马克思的“六册计划”就在写

《序言》时也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这一点,《序言》本身就说得很清楚:“至
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马克思怎么

会为这样一个还未最后确定的计划去写《序言》呢? 而且,马克思在《序言》里
还明确反对在读者一开始接触某一论著时就预先把结论介绍给读者的做法。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曾经写过一篇总的导言,但是,在出版《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把它压下未用,因为他认为,“预先说出正要证明

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因此说马克思预先为他的六册计划写好序言,也是不

符合马克思写《序言》时的想法的。事实上,认为马克思的序言是为1859年1
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1972年版编者对《序言》写的题注说,“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8月

~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而《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1995年新版编者对《序言》所写的题注也说,“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
年11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所写的序言。”两者

说法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一个说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一个说是

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序言,但是,所指的却是在同一时间写的

同一本书。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要比说“《政
治经济学批判》”似乎更准确一些,但是由于马克思后来没有再出版《政治经济

学批判》第二分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后面不加“第一分册”也是完全可以

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就已经确定,“第一分册无

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认为“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① 实

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这本书时都是只称《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从来

不加“第一分册”字样。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段文强调马克思的序言不是为

“第一分册”写的,而是为“六个分册”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这样将

“第一分册”和“六个分册”加以对照,会给人一个印象:好像“第一分册”就是

“六个分册”里的第一个分册。这样说也是不正确的。事实是,马克思说的“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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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册”并不是“六册计划”里的“第一册”。“六册计划”里的第一册(“资本”)
的内容要比后来出版的“第一分册”要丰富得多,它一共有四篇:资本一般;竞
争;信用;股份资本。“第一分册”只是“资本一般”一篇的内容,而且只是这一

篇中属于绪论性质的前两章,还不包括真正属于“资本”内容的第三章。马克

思准备将资本章作为“第二分册”出版。显然这个“第二分册”也应该属于第一

册第一篇即“资本一般”的“第二分册”,而不是“六个分册”的“第二分册”。之

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应该说,和现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有些地方

把“六册”译为“六个分册”有关。本来,马克思在德文原文里“册”与“分册”在
用词上是有区别的:“册”一般用Buch,该词原意是“书”,转意为“卷”、“册”;而
“分册”一般用Heft,原意为“练习簿”,转意为“小册子”、“分册”等。马克思在

讲“六册计划”时用的都是Buch一词,而在讲“第一分册”时用的则是 Heft一

词,如果中译本在翻译时完全按照马克思的用法,将Buch(“册”)和 Heft(“分
册”)严格区别开来,上述误会可能就会消除,至少可以大大减少了。希望中央

编译局在以后校对马恩著作时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段文在答辩里还强调,他说“《草稿》是《序言》的基础,《序言》是《草稿》的
总结”,“涉及的不是《序言》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序言’中的那段著名论述。”我
认为,即使就关于社会演进的几个时代那段话来说,段文的说法也是不正确

的。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里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

他“15年的研究成果”。显然,这个成果不是《草稿》所能概括的。就社会演进

的时代问题来说,《草稿》之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

言》、《雇佣劳动与资本》里所表述的观点无疑是不应该排除在外的,而在写作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所形成的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不应该放在考察范围之

外的。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部成熟的著作,马克思的许多重

要思想(比如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关于价值形式的学说等)都是在这本书

里首先加以阐发的。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段教授似乎认为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里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因此他问道:“《第一分

册》中有弄清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相关论述吗? 如果有,就请奚教授指出来,
如果没有,那从哪里去找弄清那些问题的相关论述呢?”但是,事实是,并不是

马克思没有相关的论述,而是段教授没有认真去读《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从

中找到相关的论述。我认为,至少马克思的如下的一段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社

会形态的演进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有制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

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

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

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

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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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

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①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序言》有关社会形态演进那段话来说真

是太重要了。首先,它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

的,并且不是某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各个民族都具有的普遍的现象。
其次,它告诉我们,原始的公有制“直到现在”“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因此

“亚细亚”公有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成了原始社会的一个典型形态。马克

思之所以把人类原始状态的生产方式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原因也正

在于此。复次,它还告诉我们,私有制的各种形式包括罗马的私有制和日耳曼

的私有制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产生出来的,它们“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

种形式中推出来”。这就清楚地说明,《序言》所说的社会的发展绝不像段教授

所说的那样只有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没有从原

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的这一论述是在一个注里说的,
但是,马克思对它非常珍视,后来在《资本论》第二版论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

史初期都有过的”“劳动的原始形式”②时又再次引用了这一论述。笔者在

1983年写作《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思想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时曾将《政治经

济学批判》注里的这一论述作为一个重要依据进行了引证。③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可以作为《序言》有关论述依据的地方还不

止这一处,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论述原始公社商品交换的起源时指出,
“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

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并由此

侵入公社内部,对公社起着瓦解作用。”并且说,“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原始公社

的私人家庭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家庭的最初形式本身是氏族家庭,私人

家庭只是从氏族家庭在历史上的解体中发展起来的。”④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指

出了原始公社由公有演变为私有、由非商品交换演变为商品交换的历史过程,
这对于认识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后来的私有制生产方式

的演进无疑也是大有帮助的。

二、“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吗?

  段文说,“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著名论述”“作为五种社会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
奚兆永.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思想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说[J].中国经济问题,1983(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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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理论的重要依据是不能成立的,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

稿)》中的相关论述为依据,论证了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我看来,段文的这一看法,不仅与事实相

去甚远,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草稿)》只是马克思众多著作中的一本,而且是一本生前没有出版也不

打算出版的草稿,直到1939~1941年才由莫斯科出版,仅用这一个草稿作依

据,来论证“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这本身就是以偏概全,
是用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们说,即使

《草稿》里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那也只能证明马克思的《草稿》而
不能证明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要证明“马克思并没有

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就应该研究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否则是不能

得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这样的结论的。

  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来看,马克思究竟是不是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的理

论”呢? 让我们来看事实: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论述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在上一篇文

章里也有简单的介绍,但是,段文显然不赞同,并且还特别提到了他在1993年

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发展“五形态论“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

章。① 因此结合段文的这一观点重新学习马恩的有关论述就很有必要了。

  马恩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

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

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它

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

作为生。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

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

此,社会的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
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

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

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所有制通过契约或

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

所有制以外,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他

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随着私有制的

发展,这里第一次确立了这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在考察现代私有制时还会

① 段忠桥. 历史发展“五形态论”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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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不过规模更为巨大而已。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罗马很

早就开始了(……),内战发生以来,尤其是在王政时期,发展得非常迅速;另一

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和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然而后者由于处于有产者

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

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

村。”“与希腊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广阔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

以及起初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趋于

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

破坏;……”“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

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

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

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①

  上面我们尽量简要地介绍了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有关三种所

有制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代表着“分
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二,部落所有制代表着生产的最不发达的阶段,体现

着人类的原始状态:三,古代的或国家的所有制是在部落所有制解体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四,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是在第二

种所有制解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也是日耳曼人入侵的产物;五,尽管古代

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都还以某种共同体为其基础,似乎与部落所有制一样,但
是,它们只是部落所有制的残留,其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显然是不同的,部落所

有制是共同生产(其晚期也有奴隶生产),而古代的奴隶主是靠奴隶进行生产,
中世纪的封建主则是靠小农奴进行生产;六,马克思说三种所有制只是作为例

证,而不是认为所有制的形式只有三种,他们在第二种所有制的论述中为了对

比就提到了“现代私有制”,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在讲到分工消灭后的

情况时,他们还明确地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证明。

  段文说,马恩“在谈到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时,更为

强调的不是这三种所有制形式各自的特征,而是它们在所有制形式上共同具

有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一般特征;不是这三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区别,而是包

括这形式在内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区别;不是这

三种所有制中的哪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以共

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段文的这些说法完全背

离了马恩的论述。实际上,马恩讲三种所有制,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论证这三

种所有制的共同的一般特征,也不是为了说明这三种所有制与资本主义所有

制的区别,更不是为了说明这三种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产生了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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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所有制。我们知道,马恩是在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

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的“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绪论部分谈到了三种所有制的。在这里,他们所要论述的实际上是历史唯物

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这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的因

素。这从他们在介绍了三种所有制以前和以后所讲的一些话里可以清楚地看

出来。比如,在讲了三种所有制以后,他们说,“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

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

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

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个人

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

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
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①

  当然,段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也引了三条引文作为根据。但是,这三

条引文不仅不能说明他的观点,相反倒可以用来否定他的观点。比如所引的

第一条,说马恩讲封建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某种

共同体为基础的”,似乎马恩强调的是三种所有制的共同的一般的特征。可

是,我们看到,马恩在讲了此话后紧接着就是一个“但是”,原来,马恩所强调的

正好与段文相反,他们强调的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

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又如所引

的第三条,马恩说“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并没有在工业和贸易

方面引起进一步的后果,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在现代各国人民那

里,工业和贸易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的形式,因此对他们说来,随着私有制和

私法的产生,便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其实,这段话正好说

明,古罗马由于没有相应的生产方式作为基础,因此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
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现代,由于有了新的历史环境,各国人民就可以向资

本主义发展了。

  (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论述

  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

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

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

社会。”他还说,“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

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②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也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不同社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7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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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区别的。段文反对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并列,而马克思正是将两者

并列并进行对比说明的;段文强调要把三种不同的所有制合并起来抽象地看它

们的一般特征,而马克思所强调的恰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运动”。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

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
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
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都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

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

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①

  在这里,马恩通过阶级关系实际上讲了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封建

社会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虽然这里没有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恩格

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说明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他说,
“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

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

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曾经是从印度到爱

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状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

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

示出来了。”②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恩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
产者和共产党人”)里对其特征作了清楚的说明:“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

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③;“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

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④因此,我们

完全可以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是肯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

  (四)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论述

  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

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

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

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

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

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⑤

  在这里,马克思再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提出了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273.
同上书.271.
同上书.286.
同上书.287.
同上书.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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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为社会的思想,———虽然这时还没有提出“社会形态”的
概念;作为例证,提出了“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三个社

会,———“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虽然马克思没有同时提到原始

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过这两个社会的存在对他来说应该是

没有疑义的。

  (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的论述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概念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
首先使用的,他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的经典表述也是在《序言》里作出的。他

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

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

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

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

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

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

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讲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

会,而且讲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了生产力并且随着这一社会对

抗“告终”而产生的未来社会,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有“五种社会形态”吗?,

  (六)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经济时代的划分”和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论

述很多,以下仅举几处作为例证:

  在第一卷,马克思在论述劳动过程时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

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

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而在论述剩余

价值的部分还指出,“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

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

式。”③

  在第二卷,马克思又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

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
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

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他还说,“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

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0.
同上书.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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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

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

切时期。”①

  在第三卷,马克思在“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一章中说,“作为商品而

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

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

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

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②

  从《资本论》的以上论述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时代的划分是和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特别是劳动资料)
的变化,生产关系从而社会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

时代。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特别提到了“使各种经济的社会的形态区别开来

的”,“是在直接生产者身上,在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这就

清楚地说明,不应该拿不榨取剩余劳动的原始社会和榨取剩余劳动的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放在一道作为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举例,马克思提到了

“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社会”的区别,实际上,在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上,封建

社会也一样是有区别的。马克思还讲到商品是在不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

出来的,他列举了“原始共同体”、“奴隶生产”、“小农民和小市民生产”和“资本

主义生产”四种生产方式,没有提未来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在未来社会

不存在商品生产。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基
础上的。此外,马克思在说明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时,还提到“一切文明民

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原始共同体”,提到 “古代的”生产方式,提到 “昏暗

的中世纪”,并且还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未来社会,来和资本主义

社会存在的商品拜物教进行对比。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的思想在《资本论》里是随处可见的。

三、两种不同的“三形态论”及其与“五形态论”的关系

  关于“三形态论”,一般都是根据马克思在《草稿》中的一段论述。为便于

讨论,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修订过的译文将这一论述摘引如下: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原译为“社
会形态”———引者),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

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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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

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器皿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

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

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
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

来。”①

  段教授认为,“三形态”的第一个即“最初的社会形式”(人的依赖关系)是
指包括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大形式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阶段(个人的全面

发展和自由个性)是指共产主义社会。而我认为,把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亚

细亚社会都说成是“最初的社会形态”,“是自然发生的”,是说不通的,并且根

据马克思《草稿》中关于“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的论述,
认为只有亚细亚社会属于第一个社会形式;同时引用马克思关于“交换本身就

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

体”②的论述,和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

现象”③的论述,认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都存在商品货

币关系,都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第二大社会形式;而建立在人的全面

发展和自由个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三阶段。

  从新发表的文章看,段教授虽然不赞同我的观点,但是对我提出的两个论

据却并没有作出反驳,倒是赵家祥教授的文章对拙文的一个论据提出了两点

质疑:一,“虽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这种商

品经济属于简单商品经济,只处于从属地位”;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

商品经济虽然都属于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很大

的区别。”我认为,赵教授提出的这两点并不能说明我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归入物的依赖性的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道理很简单,商品经济是个种

概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个属概念,商品经济的范围本来就比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这一点,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所引用的《资本论》第三

卷的一段话说得很透彻,无须再多说。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由“人的

依赖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化。这里的关键是商品

和价值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哪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草稿》这一段

话之前说,“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

为物的能力。”这一点,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里讲得更清楚。他说,“商品的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同上书.48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3.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70  海派经济学 2007卷

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

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

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

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总之,这是由商品形式本身造成

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赵文的两点质疑是不能成立

的。

  顺便要指出的是,赵文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一概说成是简

单商品经济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简单商品经济或小商品经济只是小农民

和小手工业者建立在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基础上的一种商品经济,
它们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但是它们并不是各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商品

经济。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引用的《资本论》第二卷的一段话,即,“商品生产的

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说明,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也存在“剥削劳动力”的商品生产。马克思曾说到在古代金银生产上的过

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马克思还说到

19世纪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劳动:“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
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7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一种事事都要加

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他还说到“多瑙河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

形。”①在这方面,还要看到,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业资

本和高利贷资本也曾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所有这些,在探讨资本主义之前

的商品经济时都是不能不考虑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草稿》中关于“三形态”论述的最后两句话也

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
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

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这里他讲到“家长制的、
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和“现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消长

变化,显然是针对“第二阶段”说的,而不可能涉及第一阶段,因此把古代的和

封建的状态放在第一阶段显然是和马克思的论述本身相矛盾的。说到这里,
要对“家长制”略加解释。赵文把这里说的家长制理解为原始社会,我觉得这

样理解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家长制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马克思在

考察共同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化劳动时曾说,“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

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

民家庭为了自身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农村家长制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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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①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说明,一切以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建立在家庭自

然分工基础上的生产都是家长制生产,它并不等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家庭生产。

  问题是,为什么在我国理论界有相当多的人都持和段、赵两位教授相同的

观点来理解马克思的“三形态”的论述呢? 我认为,这和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的编者所加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共产主义

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等
小标题有关。应该说,这些小标题放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因为这里论述的只是

与商品货币有关的一些基本理论,并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这样一个比较具体

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

版重新编辑和译校的中文第二版已经去掉了这些小标题。当然,这样的理解

也和马克思在《草稿》中的一些论述还未经充分的推敲、还没有最后定型有关。
《草稿》毕竟是草稿,是准备修改的,而不是最后定型的东西。马克思曾在一封

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东

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改写。”②事实也正是这样。就以赵文提到的

“对正确理解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关系至关重要”的一段

话来说,其中讲到“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

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支配生产关系和交往关

系”这样的话来说,在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里就改成为

“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

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并由此

侵入公社内部,对公社起着瓦解作用。”③在《资本论》里,这句话又改成“商品

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
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

品。”④在这里,我们究竟是应该根据先写并且马克思并不准备出版的《草稿》
呢,还是应该根据后写并且正式出版的《批判》和《资本论》呢? 当然应该是后

者,而不应该是前者。这一事实也说明,马克思在先后不同时期对同一个问题

的论述也是有变化、有出入的,并不是像赵文所说的那样,都是完全一致的,因
此用后来的论述取代先前的论述也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岂不是又

陷入到“字字是真理”“句句是真理”的形而上学中去了? 当然,我们从原则上

指出这一点也并不是一概否定先前的论述,对于每一个具体问题来说,还是应

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是。这就是我在前一篇文章里为什么一方面主张不应

该用先前的论述来纠正(或理解)后来的论述,另一方面在具体论述时又对前

①
②
③
④

同上书.9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4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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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论述作了统一的理解的缘故。赵文说这是自相矛盾,其实这两个方面是

并不矛盾的。

  赵文说,“从深层次上看,人的发展状况是由经济运行形式决定的。理论

界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经济运行形式分为三种,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

经济。自然经济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

交换的经济形式;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商

品经济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形式。生产者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
而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产品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的

经济学形式,它以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个人的产品同时就是社会

的产品,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人们彼此之间不再进行商品交换。人的依赖性

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也称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商品经济为

基础,也称商品经济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以产品经济为基础,也称产品

经济社会。”

  我认为,赵文的这些说法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其本身也是经不起推敲

的。经济运行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并不属于更深的

层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曾批评有人“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

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相互对立起来”,指出:“第
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

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

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
考察第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不是

自然经济。”“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

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

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①用马克思的这些批评来对照自然经济、商
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划分,也是完全适用的。首先,这三种形式并不对等。因

为任何社会都要生产产品,这是一个“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

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

性。”②用产品经济来与其他经济并列显然是不对等的。其次,所谓经济运行

形式强调的是资源配置的方式,而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且,资源配

置方式只有两种,即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或者说是计划和市场,并没有第三

种形式。复次,自然经济和所谓产品经济都被说成是满足直接需要的生产,两
者的区别并没有清楚的界定,用自然经济并不能表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济

的特征,用产品经济也不能表示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特征。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2~1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6.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17辑 再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问题 173  

  在我看来,除了商品经济可以说明物的依赖性以外,用自然经济来说明人

的依赖性,用所谓产品经济来说明人的全面发展,都明显缺乏说服力。实际

上,要说明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还是离不开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

关系的原理。人的依赖性,首先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单个人不能对付自然

界,不能单独占有劳动的客观条件,而必须共同占有;同时也由于生产力的低

下,必须实行按照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人对物的依赖,是由于生产力有了

发展,生产的产品有了剩余,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的结果。商品交换的出现又反

过来对公有制起了瓦解的作用,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反过

来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加深了人对物的依赖。人的全面发展,是基于社

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导致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消灭阶级和剥削的结

果;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消灭,又进一步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

个性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我认为,这样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把分工

和所有制结合起来,说明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是符合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的精

神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三形态论”除了《草稿》提出的视角外,在马恩的

许多著作里还从另一个视角进行过论述,这就是从 “无阶级社会———阶级社

会———无阶级社会”或“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公有制社会”的视角

进行的论述。

  关于“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的论述,《共产党宣言》
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范本。当然,我们还可以举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

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信里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

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

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这

里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实际上也就

是说,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无阶级的社会;而说无产阶级专

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实际上是说阶级社会必

然要为无阶级社会所取代。这不是对“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

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吗?

  关于“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公有制社会”的论述,我们可以举

赵文引用过的马克思1881年2~3月写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在

那里,马克思说,“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

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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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①当然这里没有提到未来的公有制社会,不过,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不言

而喻的。关于这个问题更完整的论述,可以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

话:“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

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它被废

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

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

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

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

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
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能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

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②虽然此书是恩格斯

写的,但是其全部原稿在出版前曾读给马克思听过,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当
然也代表了马克思的思想。

  应该说,以“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来表述“三社会形

态”,和以“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公有制社会”来表述“三社会形态”
是完全一致的。道理很简单,在公有制的社会里,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

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用掌握的生产资料去占有别人的劳动,因此也不可能

有阶级和剥削存在;而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由于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对生产资

料的垄断权,所以也就能够用它来占有他人的劳动,社会也就有阶级之分。实

际上,整个社会实现公有制之日,也就是消灭阶级剥削之时。

  就“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来说,两者也是一致的。由于“三形态”和
“五形态”的首尾部分都是相同的,实际上,“三形态”不过是把“五形态”的中间

三个社会形态的共性(即都属于私有制或都属于阶级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

类型加以归纳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段、赵两位教授的观点理解“三形态

论”,那就与“五形态论”很难相容了。不管怎么说,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

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存在阶级

剥削的古代的与封建的生产方式统统“构成”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构成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是社会形

态的基础的理论的。前面的引文表明,马克思把原始的公有制社会称为“原生

的社会形态”而把私有制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等一系列社会称为“次生的形

态”,怎么可以把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归并为一个社会形态呢?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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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生产方式的依次交替和同时并存问题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与生产力

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是不断发展和变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一书中说,“历史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

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

的条件下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

件。”①应该说,用新的生产力代替旧的生产力,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

关系,用新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乃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依次交替中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所说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

个时代”。

  段文说,“我们在《草稿》中根本找不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为古代的生产

方式或古代的生产方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而来的论述,也找不到古代的

生产方式发展为日耳曼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或日耳曼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是

由古代的生产方式发展而来的论述。”他断言,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论述,这样的

先后继起只是我的主张而不是马克思的主张。

  我认为,段文最大的问题是仅仅局限于《草稿》来理解《序言》的论述。我

在本文第一部分引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一段话,实际上已经

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

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

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

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

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

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②这难道不是说,罗马人、日耳曼人也和印度人一

样,有过原始的公有制? 这难道不是说,他们后来的私有制正是在原始的公有

制解体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这方面,段文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是就是原始社会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以上所引的马克思的论述也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把“亚细亚

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称做“原始的公有制”。当然,原始社会本身也

是发展变化的。实际上,19世纪欧洲一些旅行家所见到的情况,正如马克思

所说,“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里曾经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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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原生社会形态(公有制)向次生形态(私有制)的过渡问题,事实是,人们看

到的,有些已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晚期状态了。段文所引《草稿》的论述,显
然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进行

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也有人提出过与段

教授一样的论据来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我曾在前面提到的那篇

文章里提出过不同的理解。段教授和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限于篇

幅,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里要说的是,在《草稿》里其实也是有关于不同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演

进的论述的。

  如《草稿》说,“这种所有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共同

体为前提的。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彼此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

体的成员,他们都是所有者。所以,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共

同所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和日耳曼

的所有制中发展成为对立物,但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

础)”①还说,“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

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
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因而,财产就不再是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劳动的客

观条件的关系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绝不是原始的形

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

合乎逻辑的结果。”②这些都说明,原始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原生

的形式,而奴隶制和农奴制是作为派生的形式从原始社会发展出来的对立的

形式,是其发展的必然产物。

  又如《草稿》说,“以前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者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的

以前方式的解体时期,无疑同时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一方面货币财富已经

发展到一定的广度,另一方面,由于有加速这种解体的同一环境,货币财富迅

速地增长和扩大起来。货币财富本身同时就是这种解体的动因之一,而这种

解体又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可是,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

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的历史就

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而告终了,或者确切些说,从此就会开始新的历史了。在

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

治。”③这说明,奴隶制的解体,只能发展为封建的农奴制,而不能发展为现代

资本主义。而农奴制的解体就不同了。《草稿》说,“农奴制依附关系的解体,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0~491.
同上书.489.
同上书.5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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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逐渐地使一切劳动部门转变为资本经营的部门。当

然城市本身也在非行会的短工和粗工等等的形式上包含着形成本来意义的雇

佣劳动的一个要素。”①这说明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农奴制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这些引述说明,即使在《草稿》里,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

级的生产方式也是依次交替、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演进的。段文说根本找不到

这样的论述,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还要讨论的是,赵家祥教授批评我和段教授“都把《序言》中讲的亚细

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与《草稿》中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

所有制形式相混同了”。赵文说,“(《草稿》中)所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

曼的是三种原始形式的所有制,而《序言》中所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

三种生产方式则是三种原始形式的所有制的派生形式。前者是处于同一发展

阶段的在不同地域并存的几种所有制形式,后者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由低

级到高级依次演进的几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我认为,赵文的这一看法是

经不起推敲的。

  《草稿》所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都是原始的形式吗? 我

认为不是。实际上,除了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形式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可以

看作是原始的形式外,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形式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第一种形式

解体变化的结果,它们都是派生的形式,而不是原始的形式。实际上,在第一

种形式下,“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

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②而在第二种形式下,即“在古代民族那里(罗马人

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现的形式最纯粹,最突出),存在着国有土地财产和私人土

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形式“。③在第三种形式下,“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

是个人财产的补充”。④ 显然把这三种形式都说成是原始的形式是和马克思

的这些论述相抵触的。

  《序言》中所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都是派生的吗? 显然

也不能这样说。前面引证过的马克思关于“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

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

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

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⑤的论述表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或原始的公有

制是原生的形式,而从中“推出来”的“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才是派生的形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书.50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8.
同上书.472.
同上书.47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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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赵文的上述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我们知道,所有制是生产方式的基础,
决定着生产方式的性质,生产方式与所有制应该是一致的。不可能想象,三种

所有制都是原始的,而三种生产方式都是派生的。赵文说,“《序言》‘古代的’
生产方式与《手稿》中的‘古代的’所有制是不同的,它指的是《手稿》中‘古代

的’所有制形式解体以后产生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序言》
中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与《手稿》中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则更不相同,它
是指日耳满人征服罗马帝国以后,以罗马脑颅制所创造的生产力和其内部孕

育的封建因素———隶农制为基础,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欧中世

纪的封建制。”在这里,同样是古代,在与所有制连用时就是原始社会,而在与

生产方式连用时就是奴隶社会了。同样,当日耳曼与所有制连用时就是原始

社会,而当其与生产方式连用时就变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了。这样说显然

是没有说服力的。实际上,从马克思的用语来看,他总是把“原始的”或“亚细

亚的”作为原始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把 “古代的”或“古希腊罗马的”当作奴隶

制的同义语,而把“中世纪”或“日耳曼”当作封建制或农奴制的同义语,把“现
代的”作为资本主义或雇佣劳动制的同义语。他在《草稿》里讲“日耳曼的所有

制”时曾比较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

业为基础的历史;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

只能看作是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瘤);中世纪(日耳曼时代)
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

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

化。”①由于马克思是在讲日耳曼所有制时进行这种比较的,所以,对日耳曼以

前的形式,他采用了追溯的次序,先讲“古典古代“,而后讲“亚细亚”,而以后则

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讲了“中世纪(日耳曼时代)”和“现代”。我们从这里也能

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把社会的发展当作是不同所有制或不同生产方式由低

级到高级依次交替的演进过程来看待的;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把日

耳曼的所有制作为中世纪的封建制或农奴制看待的。

  当然,我们说生产方式或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一个依次交替的演进过程,
也决不是认为,就不存在各种生产方式或各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的现象。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段教授要我“给出马克思的相

关论述来”,我就在这里再作一些补充的说明。

  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

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过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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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①马克思还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

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

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

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

比重。”②马克思的话说明,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一切社会形式,都存

在不同生产方式同时并存的情况。同时他还指出了“一定的生产和其他一切

生产”的关系,也就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其他一切与之同时并存的生

产方式的关系:它们是主导与被主导、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前者不仅决定着

社会的的性质,同时还改变着后者的特点和发展的趋势。

  此外,对这一问题,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里也有论述。他从辩证

法的高度写道,“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

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

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

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只是有封

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③

  但是,不同生产方式的同时并存并不是固定的,静止的,不变的,特别是当

主导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时,它们也往往随之发生变化,段文所引用的《草稿》
里的一些论述就可以这样来理解。

五、历史哲学的一般规律和现实历史的具体研究

  在段教授的第二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谈到了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

目的和方法问题。在这里,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形态理论? 段文说,“马克思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而不是永存的。”这话并不错,但并不

全面。俄国学者考夫曼在评论《资本论》时说,“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

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产生、生存、发展和灭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

替的特殊规律。④ 马克思肯定了考夫曼所作的评论。应该说,在马克思那个

时代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马克思竭尽全力研究它是

完全正确的,不过也不能认为,经济学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里就提出了“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而在当

①
②
③
④

同上书.9.
同上书.48.
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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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样包括“各种社会”内容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尚待创造”①的阶

段。显然,研究“各种社会”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研究各个社会形态的经济基

础,把资本主义以前的三个社会形态合并为一个社会形态是不能完成这个“尚
待创造”的任务的。

  问题还在于,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同时是一位伟大的哲

学家;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作为哲学家,他
的最大成就是发现了唯物史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里谈到他一生两

个最伟大发现,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一个就是唯物史观。显然,关于五种社

会形态的理论不是他在研究经济学时得出的结论,而是他在研究唯物史观时

取得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论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几部论著的

学科性质来加以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都不

是经济学著作,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雇佣劳动与

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虽然都是经济学论著,但是其中对社会形

态的论述却属于方法论的问题,应属于唯物史观的范围,是马克思研究唯物史

观得出的结论。恩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曾说,“经济学本质

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做

了扼要的阐述。”他还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

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

的发现。”②段文说“马克思不是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实际上,由于发现了唯

物史观,给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就此而言,马克思乃是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说到这里,需要对段文所引用的马克思《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中的一段话谈一点我的理解。马克思在信中说,“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

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

途径。”“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 只

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

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

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

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

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

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

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

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9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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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段文据此认为,“马克思

对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不是为了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

哲学,而是要提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灭亡的理论。”我认为,段文

此说是没有根据也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在讲资本原始积累时确实只是概述

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不是提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
但是,这并不说明,马克思就根本否定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的历史哲

学,或者马克思就没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事实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关于社会形态发展和经济时代区分的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它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

律,给社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认为,这一事实是不应否定也否定不

了的。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分清马克思论述的不同视角。在有的地方,马克

思是论述具体的历史发展,而在另外一些地方,马克思则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

般规律。举例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资本原始积累”的部分论述西欧资本

主义的起源,就是论述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草稿》里“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

形式”也一样,属于论述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

理的各种场合,就属于阐述一般发展规律,属于历史哲学了。恩格斯说,“查
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

历史命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只要略加说明就

能保证它得到承认。”②这恐怕也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

接受并且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肯定历史哲学的存在,肯
定马克思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绝不是说只要掌握了这个历史哲学

或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可以到处套用,而不需要对具体的历史发展进行研

究了。马克思通过具体的事例,告诉我们:“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

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③罗马的无产者没有能成为自由雇佣

工人,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也一样,“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
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④但是,“由于同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

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

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⑤

这些都说明,历史环境对于生产方式的变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巨大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0~13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72.
同上书.131.
同上书.131.
同上书.83.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82  海派经济学 2007卷

的作用。事实上,《草稿》中有关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解体的论述,理论界有

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讨论,都和这个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

了一定的历史环境,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说清楚的。

  至于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问题,段文说,“从五种社会形态理

论只能得出他是从原始社会出发顺向研究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这显然不是

他所采用的方法。”其实,“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顺向研究社会发展阶段”并
不是一回事。实际上,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研究,既有“顺向”的研究,也有“逆
向”的研究。对未来的社会,肯定是“顺向”的研究。马克思是在批判旧世界中

发现新世界的,未来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发展的产物,无产阶级是

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不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就不知道未

来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推翻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但是,对于过

往的社会又只能进行“逆向”的研究。马克思在《导言》里说,“资产阶级社会是

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

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

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

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他还说,“只有在资产阶级

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①在马

克思的这些论述里说到了“一切已经覆灭的形式”,说到了“封建的、古代的和

东方的经济”,而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这就表明,即使是进行“逆向”的追

溯,也不能否定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

  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研究,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顺
向”和“逆向”的。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固然对过往社会的研究

起了很大的作用,而马克思对过往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

究,同样是有其重要价值的。马克思曾说,“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

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

象的钥匙”。② 事实也是这样。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但是他千方

百计地收集有关俄国和其他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所有制的材料,目
的就是为了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放弃了《资本论》的研

究,其实是一个误解。

  在这方面,马克思还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

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
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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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有些]规定

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所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

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达到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

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

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只是一样

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①可以设想,如果不对“有许多

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进行分别的研究,就不可能从中“把共同点

提出来,定下来”,得到“合理的抽象”,也不可能“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

本质的差别”。

  总之,应该区分马克思著述中历史哲学的一般规律和现实历史的具体研

究,同时应该学会把历史哲学的一般规律和现实历史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既
不应否定历史哲学一般规律的指导作用,也不要忽视历史环境对于现实历史

发展的巨大影响,这样才能对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有一个比较正确

的认识。

  以上所论如有不确切的,希望段、赵两位教授不吝赐教,同时欢迎广大读

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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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Formations”,asareplytoProf.DuanZhongqiao’scritical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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